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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日，新个税法正式实施

子女教育

继续教育

大病医疗

住房贷款利息

住房租金
赡养老人



专项附加扣除政策的条件和标准

享受
条件

标准
方式

（1）子女年满3周岁以上至小学前，不论
是否在幼儿园学习；
（2）子女正在接受小学、初中，高中阶段
教育（普通高中、中等职业教育、技工教
育）；
（3）子女正在接受高等教育（大学专科、
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教
育）。
上述受教育地点，包括在中国境内和在境
外接受教育。

每个子女，每月扣除1000元。多个符合扣除条
件的子女，每个子女均可享受扣除。

扣除人由父母双方选择确定。既可以由父母一
方全额扣除，也可以父母分别扣除500元。

扣除方式确定后，一个纳税年度内不能变更。



专项附加扣除政策的条件和标准

起止
时间

备查
资料

学前教育：子女年满3周岁的当月至小学入
学前一月；

全日制学历教育：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高
中教育、高等教育的入学当月——教育结束
当月

特别提示：因病或其他非主观原因休学但
学籍继续保留的期间，以及施教机构按规
定组织实施的寒暑假等假期，可连续扣除。

境内接受教育：不需要特别留存资料；

境外接受教育：境外学校录取通知书

                                留学签证等相关教育资料



专项附加扣除政策的条件和标准

享受
条件

标准
方式

（1）学历（学位）继续教育

（2）技能人员职业资格继续教育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继续教育

职业资格具体范围，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公布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为准。

学历（学位）继续教育：每月400元；
职业资格继续教育：3600元/年。

例外：如果子女已就业，且正在接受本科以下
学历继续教育，可以由父母选择按照子女教育
扣除，也可以由子女本人选择按照继续教育扣
除。



专项附加扣除政策的条件和标准

起止
时间

备查
资料

学历（学位）继续教育：入学的当月至教
育结束的当月
同一学历（学位）继续教育的扣除期限最
长不能超过48个月。

职业资格继续教育：取得相关职业资格继
续教育证书上载明的发证（批准）日期的
所属年度，即为可以扣除的年度。
需要提醒的是，专扣政策从2019年1月1日
开始实施，该证书应当为2019年后取得

职业资格继续教育：

技能人员、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等



专项附加扣除政策的条件和标准

享受
条件

标准
方式

本人或者配偶，单独或者共同使用商业银
行或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为本人或
配偶购买中国境内住房，而发生的首套住
房贷款利息支出。

？首套住房贷款

住房贷款利息支出是否符合政策，可查阅
贷款合同（协议），或者向办理贷款的银
行、住房公积金中心进行咨询。

每月1000元，扣除期限最长不超过240个月

扣除人：夫妻双方约定，可以选择由其中
一方扣除。
确定后，一个纳税年度内不变



专项附加扣除政策的条件和标准

起止
时间

备查
资料

贷款合同约定开始还款的当月——贷款全部
归还或贷款合同终止的当月

但扣除期限最长不得超过240个月。

住房贷款合同
贷款还款支出凭证等

住房贷
款利息



专项附加扣除政策的条件和标准

享受
条件

标准
方式

在主要工作城市租房，且同时符合以下条
件：
（1）本人及配偶在主要工作的城市没有自
有住房；
（2）已经实际发生了住房租金支出；
（3）本人及配偶在同一纳税年度内，没有
享受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政策。也
就是说，住房贷款利息与住房租金两项
扣除政策只能享受其中一项，不能同时享
受。

（1）直辖市、省会（首府）城市、计划单列市以
及国务院确定的其他城市：每月1500元；
（2）除上述城市以外的市辖区户籍人口超过100
万人的城市：每月1100元；
（3）除上述城市以外的，市辖区户籍人口不超过
100万人（含）的城市：每月800元。

？谁来扣：
如夫妻双方主要工作城市相同的，只能由一方扣
除，且为签订租赁住房合同的承租人来扣除；
如夫妻双方主要工作城市不同，且无房的，可按
规定标准分别进行扣除。



专项附加扣除政策的条件和标准

住房租赁合同或协议等

起止
时间

备查
资料

租赁合同（协议）约定的房屋租赁期开始
的当月——租赁期结束的当月；
提前终止合同（协议）的，以实际租赁行
为终止的月份为准。

住房
租金



专项附加扣除政策的条件和标准

享受
条件

标准
方式

被赡养人年满60周岁（含）

被赡养人——父母（生父母、继父母、养父
母），以及子女均已去世的祖父母、外祖
父母。

纳税人为独生子女：每月2000元

纳税人为非独生子女，可以兄弟姐妹分摊每月2000
元的扣除额度，但每人分摊的额度不能超过每月
1000元。
具体分摊的方式：均摊、约定、指定分摊

约定或指定分摊的，需签订书面分摊协议
具体分摊方式和额度确定后，一个纳税年度不变



专项附加扣除政策的条件和标准

起止
时间

备查
资料

被赡养人年满60周岁的当月至赡养义务终
止的年末。

采取约定或指定分摊的，需留存分摊协议

赡养
老人



专项附加扣除政策的条件和标准

享受
条件

标准
方式

医保目录范围内的医药费用支出，医保报
销后的个人自付部分。

新税法实施首年发生的大病医疗支出，要在2020
年才能办理。



专项附加扣除政策的条件和标准

起止
时间

备查
资料

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与基本医保相关
的医药费用，扣除医保报销后个人负担
（是指医保目录范围内的自付部分）累计
超过15000元的部分，且不超过80000元的
部分

患者医药服务收费及医保报销相关票据原
件或复印件
或者医疗保障部门出具的医药费用清单等

大病
医疗



全年一次性奖金如何适用

年终奖如何发放更节税？
怎样避开一次性奖金的纳税禁区？



个税筹划操作指导

①、个税筹划应把握的五大方向
（收入福利化，费用化，保险化，股权

化，公司化）；
②、 实物福利筹划技巧：通讯补贴、交
通补贴（含私车公用）、住房补贴等；

③、巧妙利用核定征收政策等



总结
个税专项扣除顺口溜

子女教育按孩扣，每孩定额扣一千，
夫妻可均可独扣，年满三岁就开扣，
学历教育一直扣，留学教育也可扣；
继续教育多种扣，把住标准和年限，
学历教育月四百，同一学历扣四年，
本科以下再教育，父母子女可选扣，
技专教育看证书，取得证书三千六；
赡养老人扣两千，年满六十独子扣，
多子女的不独享，指定均摊和约定，
最多一人扣一千，指定赡养要优先，
祖父母辈无子女，孙辈赡养也可扣；
房贷要扣需首套，月扣一千二十年，
房租要扣看城市，一类省直加单列，
二类三类看人口，百万上下为界点，
三档扣标要牢记，千五千一和八百，
无房夫妻工作地，相同单扣异各扣，
房贷房租守关键，两项只能选一扣；
大病医疗汇算扣，夫妻选扣含子女，
子女必须未成年，自费万五后兜底，
八万限额莫触及，健康无病总宁安，
六项扣除记心间，惠及万众永流传。



放水养鱼—各种优惠政策惠泽九州
四面埋伏—银行+发票+物流+合同四位一体

引蛇出洞—政府福利政策多多总有不安生者以为法外无天

守株待兔—万事俱备只待个别自作聪明之徒装枪

2019年将会是最严的一年，
大家拭目以待，且行且珍惜！

秋后算账—买卖发票的最高7年牢狱之灾

关门打狗—金税三期+大数据让机会主义者坐以待毙



社保入税后，对企业方面产生的影响

从2019年1月1日起，社保缴纳开启新的
模式，虽然目前是暂缓移交企业职工社会
保险费，据部分税务局官方透露，企业职
工社保费确实暂不移交给税务征收，但这
种情形或仅限于部分省市，而非全国现象。



社保入税后，对企业方面产生的影响

在2019年之前，全国36个省市（自治区、直
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下同）中，已有20多个省
由税务部门不同程度征收社保费，对于那些企
业职工社保费实质上已由税务部门征收的省份
来说，将维持现状。

众所周知，社保费中来自于企业职工的部分
是大头，部分地方暂缓移交税务旨在稳定企业
负担预期，等待国家最终降低社保费费率后，
再全面移交给税务部门。



社保入税后，对企业方面产生的影响

官方数据显示，2017年，全年五项社

会保险基金收入合计67154亿元，比上年

增加13592亿元，增长25.4%。截止2017

年底，全国有24个省区市税务部门不同程

度参与了社保费征收，征收额已占到全国

社保费总收入的43.3%。



社保入税后，对企业方面产生的影响

目前，个人和企业社会保险费率约占职工工资等收入的38%。



社保入税后，对企业方面产生的影响

目前，人社部正会同有关部门研究
制定降低养老保险费率具体方案。社
保费将成为今年降费的主力。社保费
率下降后，最终社保费用负担将呈现
结构性特征。即对于规范足额缴纳社
保的企业来说负担会明显下降，但对
于本来未足额缴纳社保的企业来说，
根据费率下降幅度，负担有可能保持
平衡或下降，还很有可能上升。

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继续实施阶段性降低企业部分社会保险
费政策的通知





专
业

可
行

合
法

企业用工方面的“筹划”方案及其面临的风险

×
→



方案一：
通过业务
外包，
规避社保。

方案四：
劳务用工

方案五：
通过劳务派遣
用工，规避社
保

方案二：
用“非全日
制”代替
“全日制”，
规避社保。

方案六：
通过平台用
工，规避社
保

方案三：
改变员工身
份，让“正
式工”变成
“临时工”。

企业用工方面的“筹划”方案及其面临的风险



外包

l 所谓外包是指公司将一部分业务
发包给有资质的供应商来提供服
务。

风险

l 1、寻找有相应资质的外包提供商（关键
看经营范围）；

l 2、不对服务人员进行管理，否则又被认
定是劳动关系的风险；

l 3、明确提供服务人员，以便被认定事实
劳动关系。

方案一：通过业务外包，规避社保。

“假外包真派遣”



业务场景
企业在经营过程中，

难免会用到一些流

动性比较大的员工，

如：保安、保洁、

司机等。
亮点

亮点三

风险一

风险二

从事非全日制工作的劳动者应

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原则上

参照个体工商户的参保办法执

行。

从事非全日制工作的劳动者可

以以个人身份参加基本医疗保

险，并按照待遇水平与缴费水

平相挂钩的原则，享受相应的

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风险三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为建立劳动关系的非全日制

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费。

方案二：用“非全日制”代替“全日制”用工，规避社保

劳社部发﹝2003﹞12号文相
关规定：非全日制员工，并非
不要缴保险，至少得缴纳“工
伤保险”，当然这需要符合
“非全日制”用工条件。



业务场景

l 一些特殊的行业，在用工模式上，
难免会出现流动性大、成本高、
技术低等现象，如：酒店业的保
洁人员、餐饮行业的服务人员、
物业公司的保洁人员等，对于这
些特殊人员，部分企业难免也有
些不愿意为员工购买社保，想通
过临时工来规避社保缴纳。

风险

l 根据劳办发[1996]238号文第一
条规定，关于是否还保留“临时
工”的提法问题。《劳动法》施
行后，所有用人单位与职工全面
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各类职工在
用人单位享有的权利是平等的。

方案三：改变员工身份，让“正式员工”变成“临时工”

想通过临时工来规避社保
几乎也是没有可能。



不属于劳动者的用工

两种
情形

实习生、退休返聘

个人劳务承包关系

个体工商户承包

风险
1.尽量找非劳动者，否则可能有补缴社保的风险；
2.不搞公司员工内部承包；
3.不对其进行管理，否则有被认定为劳动合同关系的风险；
4.购买一定保险降低类工伤风险。

方案四：劳务用工



■风险一：劳务派遣受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三性限制

■风险二：比例限制，人数不能超过10%

■风险三：连带责任；
工伤，离职经济补偿金，虽然法律规定有用人单位（劳务派
遣单位）承担，但是实际上，大多还是实际由用工单位承担

劳务派遣
不属于劳动关

系

方案五：通过劳务派遣用工，规避社保



平台用工

l 企业发展期，人力成本拖后腿。

l 它指的是企业将业务分派到平台，
然后由个人从平台上承接相应业
务的行为，比如滴滴、京东众包
等。问题多多！

风险化解

l 创新用工模式，选择合法合规的
灵活用工模式来补了传统社会保
障体系的缺陷，规避平台用工的
法律风险。

l 个体工商户可以自主缴纳社保。

方案六：通过平台用工，规避社保

原则上不会被认定为劳动关系



答疑时间



谢谢


